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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旅游和体育是世界上休闲活动中人们最为追求的两个活动． 体育赛事旅游能够为举办地带来综合收益． 在访

谈的基础上，总结了阻碍体育赛事旅游者的 31 项因素，并通过对问卷调查结果的因子分析萃取出 8 个主要因子，

即知名度、可达性、亲友态度、体验价值、个人喜好、负面效应、旅游吸引和工作牵绊． 结合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

应的市场营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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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稳定快速的发展、国民休闲时间

的增加和工作生活压力逐渐增加，人们越来越倾向

于寻找有特色的休闲和娱乐活动，旅游和体育成为

了新时期人们最为追求的休闲活动，兼具两者特点

的体育旅游也受到人们的青睐．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不仅使得国民的健

身意识得到提高，而且也使体育观赛越来越受到人

们青睐．
体育赛事旅游是体育旅游中的一种，绝大多数

体育赛事都有商业性，赛事举办地希望赛事能够为

当地的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通过赛事的举办，吸引更

多的旅游者到现场观看赛事，通过旅游者各方面的

综合消费，不仅能够扩大赛事举办地的知名度，而且

能够扩大赛事的辐射范围，还能够使赛事举办地获

得更大的综合收益． 而且，大型体育赛事对于举办城

市的影响不仅仅是比赛期间大量涌入的赛事旅游

者，更 重 要 的 是 赛 会 结 束 以 后 旅 游 者 的 持 续

增加［1］．
国外体育赛事旅游研究主要涵盖这些方面，体

育赛事旅游的绩效评估和影响、体育赛事旅游规划

的理论或实证、体育赛事旅游者行为特征和体育赛

事旅游经营管理［2］．
国内对于体育赛事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较多

的体育赛事旅游研究侧重于对于赛事旅游概念、属
性、特 征、前 景、现 状、系 统 模 型、发 展 趋 势 的 讨

论［3-7］，部分研究也关注体育赛事旅游给赛事举办

地带来的重要影响［8-12，1］，有研究讨论体育赛事旅游

主体功能区的理论依据、成长机制、路径和模式［2］，

还有研究关注体育赛事旅游者，研究他们的消费决

策行为［13］、赛事对他们目的地选择的影响［14］、探讨

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旅行限制因素对他们大型体育

事件参与程度的影响［15］，也有对国外打造体育赛事

旅游产品经验的剖析［16］．
国内研究中，从研究方法来看，采用定性方法为

多，定量方法的使用比较少．
旅游者是所有旅游活动的起始点，旅游目的地、

旅游企业都必须倾听旅游者的声音．
上述文献中，关注体育赛事旅游者的文献只有

3 篇，耿松涛等( 2012) 认为，体育赛事旅游者是在感

知收益、感知成本的理性计算和旅游体验的基础上

进行消费决策的． 影响体育赛事旅游者感知收益、感
知成本和旅游体验的影响因素有体育赛事旅游质量

因素、体育赛事旅游目的地因素、潜在体育赛事旅游

者个人因素和其他因素． 赛事举办方可以通过降低

门票价格、提升赛事质量、制造更激烈的比赛氛围、
增加与赛事旅游者的互动、提升比赛现场旅游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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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位体验等吸引更多的体育旅游者，不过文章只

建构了体育赛事旅游者消费决策行为的概念框架，

尚未运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
司桂莹( 2011 ) 以上海市区以外的潜在旅游者

为调查对象，研究大型体育赛事举办的各方面因素

对旅游者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情况． 调查内容主

要是旅游者对目的地感知情况和旅游者目的地选择

行为，包括旅游者确定旅游目的地的方式、旅游者动

机、身边是否有朋友爱好旅游看比赛、未来到上海观

看( 大型) 体育赛事和来上海旅游的可能程度等．
王钰( 2006) 以天津市区内的企事业单位职工、

学生等群体作为主要的调查对象，了解人们对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感兴趣程度，哪些因素能够激

发人们实施参与奥运会旅游的行为，哪些因素制约

和限制人们的出游，进而探讨旅游动机和旅行限制

因素对于大型体育事件参与程度的影响． 其中的旅

行限制因素包括风险感知和财务两个方面． 研究结

果表明，作为中间变量的旅行限制因素和奥运会自

身吸引力两个因素没能削弱旅游动机、旅游者背景

等推动因素对于人们参与奥运会行为的直接影响和

作用．
国外体育赛事旅游者的研究领域相对比较广

泛，研究方法多为实证的定量方法． Funk 等( 2007 )

调查了参加澳大利亚长跑赛事的国际体育旅游者的

动机． 发现卷入度和动机强度影响了社会心理学动

机，文化体验和知识习得影响了文化教育动机．
Shipway 等( 2007) 调查了参加塞浦路斯国际挑

战赛的体育旅游者，利用深度休闲和社会认同的概

念，描述和解释这些体育旅游者的行为［17］．
Morgan( 2007 ) 研究体育旅游者和目的地之间

的动态互动，并将它应用到 2005 年新西兰的英国和

爱尔兰雄狮队橄榄球巡回赛中，并提出一个游客与

目的地之间完整的互动模型［18］．
Florek 等( 2008) 调查了到现场观看 2006 年德

国足球世界杯的新西兰球迷，了解他们认为的目的

地形象的变化． 结果显示主办国家形象得到了有效

地改善［19］．
Qi 等( 2009 ) 以美国大学生为例，研究他们对

2008 北京奥运会的感知风险和旅游意图． 最后得出

四个风险因子，即个人安全、文化风险、社会心理风

险和暴力风险． 这四个因子都对美国大学生来中国

观看奥运会有负面影响［20］．
随着我国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居民闲暇时间

和收入的不断增多，体育赛事功能的不断提升，越来

越多的人会成为潜在的体育赛事旅游者，那么，有些

人会到举办城市来旅游和观看比赛，其他旅游者为

什么不到体育赛事举办地来? 哪些因素阻碍了他们

的体育赛 事 旅 游? 现 有 文 献 中 的 限 制 因 素 是 否

全面?

文献梳理过程中，研究者发现目前的研究还不

能较好地回答上述问题，如果我们把阻碍体育赛事

旅游者的因素进行研究，问题的解答就能够给体育

赛事营销、体育赛事旅游产品设计和体育旅游市场

开发提供实际的可行性建议．

1 研究过程

为了解阻碍体育赛事旅游者的因素，研究者选

择北京地区一些曾经参加过体育赛事旅游的旅游者

进行深 度 访 谈，并 结 合 搜 集 的 文 献，设 计 了 调 查

问卷．
问卷设计完成后进行预调查，在此基础上对问

卷进行修改，增删了部分内容． 问卷采用李克特 5 点

式量表，各题均使用判断性语句，选项从赞同程度由

高到低设置为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

和很不赞同等五项，分别将其赋值为 5、4、3、2、1． 分

值越高说明观众对该项阻碍因素的赞同度越高，阻

碍力量也越大． 在进行统计分析时，直接用所赋分值

代替各选项结果．
正式问卷中阻碍大家到现场观看比赛的原因共

有 31 个． 问卷发放主要采取滚雪球抽样，研究者选

择自己知道的体育赛事旅游者填写问卷，通过他们

推荐符合要求的人回答问卷． 在问卷发放过程中，研

究者注意了性别、年龄等项目的控制，但是由于女性

所答问卷回收率比较高，因此最后女性样本多于男

性． 研究者共发放了 400 份问卷，回收 320 份有效问

卷，有效率达到 80% ． 将此作为研究样本总体． 详细

资料见表 1．

2 结果分析

2. 1 公众异地观赛阻碍因素的均值分析

研究者首先对问卷中的阻碍因素进行了均值分

析，并统计了标准差，结果见表 2．
2. 2 观众异地观赛阻碍因素的因子分析

在均值 分 析 后，使 用 统 计 软 件 SPSS 15. 0 对

31 项阻碍因素进行因子分析，经过试验和不断调

整，删除“赛事方没有做过宣传”、“赛事期间接待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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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调查者的社会人口特征

社会学特征 人数( 人) 百分比( % ) 社会学特征 人数( 人) 百分比( % )

性别 男 143 44. 7 职业 专职技术员 30 9. 4
女 177 55. 3 管理人员 25 7. 8

年龄 18 ～ 25 岁 140 43. 8 文教卫工作 10 3. 1
26 ～ 35 岁 132 41. 2 私营业主 15 4. 7
36 ～ 50 岁 28 8. 7 学生 30 9. 4
51 岁及以上 20 6. 3 离退休 11 3. 4

其他 11 3. 4
学历 高中及以下 51 15. 9 收入 1 000 元以下 31 9. 7

大专 125 39. 1 1 000 ～ 2 000 元 24 7. 5
本科 122 38. 1 2 001 ～ 4 000 元 186 58. 1
本科以上 22 6. 8 4 001 ～ 6 000 元 59 18. 4

职业 工人 19 5. 9 6 000 以上 20 6. 2
公司职员 135 42. 2 婚姻 未婚 191 59. 7
公务员 4 1. 3 已婚 127 39. 7
服务业人员 30 9. 4 其他 2 0. 6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获得

表 2 异地观赛阻碍因素均值分析

项目 排序 均值 标准差

不愿耽误工作 1 3. 60 1. 197
现场体验不如电视直播 2 3. 48 1. 237
比赛门票太贵 3 3. 48 1. 195
不是自己喜欢的赛事 4 3. 45 1. 160
赛事期间举办地非常拥挤，食宿质量低 5 3. 38 1. 203
习惯在家里看转播 6 3. 28 1. 199
不是自己熟悉的赛事 7 3. 27 1. 160
赛事期间接待价格太高 8 3. 26 1. 263
自己不愿费心，旅行社价格高 9 3. 23 1. 157
没有熟悉的同伴一起观赛 10 3. 21 1. 118
假期没有弹性 11 3. 20 1. 207
影响赛前和赛后的旅游 12 3. 16 1. 185
举办地离北京太远 13 3. 11 1. 256
买不到喜欢的比赛门票 14 3. 08 1. 164
需要照顾家庭 15 3. 06 1. 225
举办地的旅游景点没有吸引力 16 3. 03 1. 158
赛事期间食宿不好预订 17 2. 96 1. 145
交通票不好预订 18 2. 95 1. 169
不满意旅行社的安排 19 2. 91 1. 129
以前去过举办地不想再去 20 2. 88 1. 124
没有喜爱的明星或运动队参赛 21 2. 74 1. 243
没有专业组织看赛事的机构 22 2. 74 1. 099
近期其他赛事举办出过问题 23 2. 71 1. 060
赛事方没有做过宣传 24 2. 64 1. 139
到现场观赛气氛不好 25 2. 64 1. 211
这个赛事上次举办出过问题 26 2. 64 1. 078
赛事没有名气 27 2. 60 1. 202
赛事水平不高 28 2. 57 1. 202
不能够参与 29 2. 53 1. 249
家人反对 30 2. 44 1. 305
朋友反对 31 2. 21 1. 178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获得

格太高”、“赛事期间举办地非常拥 挤，食 宿 质 量

低”、“到现场观赛气氛不好”和“不满意旅行社的安

排”这五个负载较低的因素． 将剩下的 26 项因素进

行因子分析，得到 KMO 测度和巴特利特球体检验

结果，KMO 值为 0. 848，说明该组数据适合做因子分

析，对应的相伴概率值为 0. 000，小于 1% 的显著性

水平，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也说明统计数据是适合

做因子分析的．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和经过方差最大

化旋转，各因子及负载如表所示，总方差解释率为

61. 165%，各项因子负载都大于 0. 4，信度和效度都

较好． 按照特征根大于 1 的要求，共提取了 8 个主因

子( 如表 3 所示) ，分别将其命名为: 知名度、可达

性、亲友态度、体验价值、个人喜好、负面效应、旅游

吸引和工作牵绊．
1) “知名度”是影响旅游者参加体育赛事旅游

的主要因素，其中包含 3 个二级因子:“赛事水平不

高”、“没有喜爱的明星或运动队参赛”和“赛事没有

名气”，各二级因子的负载均在 0. 7 以上． 如果某场

体育赛事的吸引力很强，在其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旅游者是很愿意前去现场观赛的．
2) “可达性”是第二个影响旅游者的重要因素，

其中包含 3 个二级因子“交通票不好预订”、“赛事

期间食宿不好预订”和“买不到喜欢的比赛门票”，

前两个二级因子负载均在 0. 7 以上，第三个二级因

子也大于 0. 6．
访谈结果表明，由于基础设施的问题，目前国内

举办体育赛事还存在一些软肋，在供给方面存在很

多观众不满意的地方，交通、食宿的供应不足严重影

响到现场观赛的热情和动力，难以获得热门赛事门

票也构成“可达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访谈中，不少人都谈到“如果遇到有好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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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异地观赛阻碍因素因子分析

新提取因子 项目 因子负载 特征根值 分散度( % ) 其他数据

因子 1
知名度

因子 2
可达性

因子 3
亲友态度

因子 4
体验价值

因子 5
个人喜好

因子 6
负面效应

因子 7
旅游吸引

因子 8
工作牵绊

赛事水平不高 0. 702
没有喜爱的明星或运动队参赛 0. 760
赛事没有名气 0. 735
赛事期间食宿不好预订 0. 759
交通票不好预订 0. 764
买不到喜欢的比赛门票 0. 618
没有熟悉的同伴一起观赛 0. 484
家人反对 0. 787
朋友反对 0. 797
需要照顾家庭 0. 574
比赛门票太贵 0. 546
现场体验不如电视直播 0. 754
不能够参与 0. 576
自己不愿费心，旅行社价格高 0. 582
习惯在家里看转播 0. 623
不是自己喜欢的赛事 0. 700
不是自己熟悉的赛事 0. 671
举办地离北京太远 0. 439
没有专业组织看赛事的机构 0. 484
这个赛事上次举办出过问题 0. 709
近期其他赛事举办出过问题 0. 767
以前去过举办地不想再去 0. 699
影响赛前和赛后的旅游 0. 614
举办地的旅游景点没有吸引力 0. 633
不愿耽误工作 0. 701
假期没有弹性 0. 594

2. 281 8. 775

2. 173 8. 359

2. 144 8. 246

2. 126 8. 178

1. 991 7. 66

1. 890 7. 269

1. 881 7. 233

1. 416 5. 445

61. 165

KMO =0. 848

Bartlett = 2 379. 444

df = 325

sig = 0. 000

资料来源: 根据调查数据整理获得

交通票很难买，因为大家都想去看，还有就是住宿不

好预订，能订到价格也比较贵，而且比赛的票几乎被

黄牛给‘占领’了，重要一点的赛事，平常的老百姓

根本买不上票，特别是半决赛和决赛．”
3) 第三个因素是“亲友态度”，包括“朋友反

对”、“家人反对”、“需要照顾家庭”和“没有熟悉的

同伴一起观赛”四个二级因子，周围亲友的态度对

观众是否选择现场观赛产生重要影响．
本研究的访谈结果表明，体育赛事旅游是一项

在钱财、时间和精力方面耗费都比较大的活动，如果

亲友对体育赛事兴趣淡漠，有意愿的旅游者往往得

不到家庭成员、亲朋好友的理解、支持，只好放弃这

一打算．
4) 第四个因素是“体验价值”，包括“现场体验

不如电视直播”、“自己不愿费心，旅行社价格高”、
“不能够参与”和“比赛门票太贵”四个二级因子．

旅游者会衡量成本和收益，他们用自己的判断

来衡量收益和克服阻碍去观看比赛的成本，有时候

旅游者有去现场观赛的动机，但是如果成本太高，他

们会选择通过媒体了解，这是一种更方便的措施，能

够节省大量成本．
价格是影响公众消费的重要因素，我国体育比

赛门票价格分为不同的档次和等级，位置和场次是

影响票价的重要因素． 另外，中国的体育观赛现场经

常存在观众素质较低等现象，严重影响到体验的

质量．
“现场那叫一个吵，我买的票位置不好，也看不

清楚，我当时就想，跑这么远，还不如窝家看电视直

播效果好．”当旅游者场观赛的体验价值低于期望

时，就会影响以后的行为意向．
体育赛事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产品，门票价格体

现了赛事蕴藏的各种价值． 赛事门票价格通过对体

育赛事的衡量、观众的自我拟比、市场需求的调节和

心理价位的特定功能，对观众的消费心理不断施加

着影响，进而影响观众的消费行为． 只有适宜的体育

赛事门票价格，才能给观众购买门票形成信任感，在

消费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21］．
此外，如果旅游者选择到异地观看体育比赛，往

往会选择旅行社提供有关服务，而有体育比赛的旅

游目的地，特别是大型比赛期间，交通费用、住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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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都大幅上涨，旅行社在此期间的旅游产品价格较

贵，旅游者普遍感到价格高，甚至“有点奢侈性消

费，觉得不值这么多钱”，这种感觉抑制了大家到异

地现场观赛的消费需求．
5) 第五个因素是“个人喜好”，包括“不是自己

喜好的赛事”、“不是自己熟悉的赛事”、“习惯在家

里看转播”和“举办地离北京太远”四个二级因子．
当旅游者本身对某场赛事不熟悉、不感兴趣时，

无法激发其到举办地旅游观赛． 有些被调查者表示，

自己比较喜欢体育活动，也一直观看喜爱的体育赛

事，电视转播给他们提供了不错过这场赛事的机会，

他们的习惯就是在家里或者在其他地方一起看转

播，到现场观看比赛很少，特别是到远距离的地方．
“看转播有人评论和解说，特别是好的解说，当然能

够去现场也很好，不过花费比较高，和收入相比，再

加上综合考虑，我觉得还是选择看电视直播．”
6) 第六个因素是“负面效应”，包括“近期其他

赛事举办出过问题”、“这个赛事上次举办出过问

题”、“没有专业组织看赛事的机构”三个二级因子．
如果某个体育赛事举办过程中发生过负面事

件，会阻碍大家对该赛事以后的现场观赏． 在前期访

谈中，不少人都提到，在一段时期内，如果体育赛事

在举办中发生负面事件，会影响他们对其他体育赛

事的消费，“大家都担心这项赛事发生类似的负面

事件，即使是不同的体育赛事也担心”． 因为这项事

件增加了大家的风险感知．
7) 第七个因素是“旅游吸引”，包括“以前去过

举办地不想再去”、“举办地的景点没有吸引力”及

“影响赛前和赛后的旅游”三个二级因子．
在访谈中，不少旅游者提出，如果举办体育比赛

的城市也是比较吸引人的旅游城市，他们到异地观

看比赛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观赛前后可以

在当地旅游，一举两得．“希望观看比赛和旅游能够

兼顾，花一次钱，办两件事．”
8) 第八个因素是“工作牵绊”，包括“不愿耽误

工作”和“假期没有弹性”两个二级因子． 中国上班

族的假期还并不是很宽裕，繁忙的工作使得这些潜

在旅游者无法成为真正的旅游者．

3 结论和建议

3. 1 结论

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阻碍

旅游者体育赛事旅游的因素，得出主要 8 个影响因

素，按影响力大小排序为: 知名度、可达性、亲友态

度、体验价值、个人喜好、负面效应、影响旅游和工作

牵绊．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体育赛事旅游阻碍因素模

型( 图 1) ，模型中的因素可以划分为 3 类．
1) 赛事产品变量．
排在前两位的“知名度”、“可达性”和“负面效

应”因素代表了赛事举办方提供的赛事产品的情

况，既包括赛事的规模、效应等硬件水平，也包括赛

事组织、管理等软件服务，还包括赛事声望等较难定

量的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赛事产品的吸引力．
与观光旅游不同，吸引体育赛事旅游者的主要

是体育赛事产品，赛事举办地的旅游资源是一个影

响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而旅游资源是观光

旅游的主要吸引物． 体育赛事旅游中，体育赛事是主

导，旅游是观看赛事之外的活动，当然，旅游资源的

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者对赛事的选择，但

这一点不是促使旅游者做出决策的主要因素．
2) 旅游者自身变量

“体验价值”和“个人喜好”是旅游者自身因素，

既包括旅游者对某项赛事的兴趣大小、对门票价格

的感知等，还包括旅游者对现场观赛的体验，这是旅

游者的主体感受．
( 3) 外部刺激变量

“亲友态度”、“旅游吸引”和“工作牵绊”是影

响旅游者体育赛事旅游的外部因素，而旅游者容易

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

图 1 体育赛事旅游阻碍因素模型

3. 2 建议

针对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1) 提高赛事质量，优化观赛环境．
从本文结果可得知，知名度是阻碍旅游者观看

体育赛事最重要的因子，包括赛事水平、赛事名气、
参加赛事的运动队，对赛事主办方来说，一个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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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育赛事旅游完成基础设施的建造和翻新、创
造就业机会、促进文化交流、强化区域意识和带动商

业活动，另一个目标是将体育赛事打造成地区的标

志性活动，提高赛事的知名度．
对旅游资源比较缺乏的地区来说，由于体育赛

事旅游对旅游资源的依赖性不强，这些地区通过主

办一些吸引力强的体育赛事，可以打造当地旅游的

新亮点，树立旅游目的地的新形象，带动当地旅游业

的发展．
有研究表明，同时有主办经验和充足资源的旅

游目的地，在体育赛事旅游竞争中处在更有力的位

置上［22］． 观光旅游的资源是不可移动的，但是，体育

赛事是可以改变举办地点的． 可以用系列体育赛事

将不同地区串联起来，合并各个地区的资源，形成集

团优势，都以吸引体育赛事旅游者为目标，加强赛事

的口碑和宣传，让赛事的影响力更大，吸引力更强，

另一方面，赛事要为旅游者提供更多直接到现

场观赛的机会，改善现场观赛环境，提高旅游者的体

验质量和满意度，形成积极的正面口碑效应，提高重

复购买行为的发生频率．
赛事主办方应该打造优质比赛、塑造赛事品牌

个性、增强赛事互动、增加体育赛事的影响力，还要

控制风险，减少负面事件，深度开发赛事的旅游资源

和商业资源．
2) 细化需求市场，制定营销策略．
现在的旅游者市场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不同细

分市场的心理需求、了解体育赛事的渠道也大不相

同，赛事举办方要研究不同市场的行为特征，了解体

育赛事旅游者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多方面的深刻变

化，对不同的细分市场采取相应的营销策略，使用差

异化的营销手段，减少体育赛事营销活动的盲目性

与资源浪费，同时满足不同旅游者的多种需求．
体育赛事营销人员虽然没有能力掌控赛事中的

赛场表现，但是他们必须利用机会，针对不同旅游者

开发相应市场战略，同时提高旅游者现场观赛的体

验价值和满意度． 这些机会可以是运动队取胜的时

候，也可以是赛事中的某个项目取得突出成绩的时

候，这个时候容易吸引媒体的关注，赛事举办方只需

要较小的成本就可以提高整体知名度，从而赢得大

家的广泛关注．
门票的价格、销售渠道及促销方式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着观赛人数，Antti 等研究了预售票销售对芬

兰足球联赛观赛人数的影响，发现提供预购票的选

择对相关球队的观赛人数有积极影响［23］． 赛事主办

方可以考虑提供预先购买门票，特别是购买热门比

赛门票的预先购买机会，提高体育旅游者现场观看

赛事的比例，同时可以增加售票点 ( 包括异地售票

点) 、研究旅游者对门票价格的适应区间等，减少阻

碍因素．
3) 扩大娱乐影响，增强观赛意识．
赛事举办方要借助各种渠道，加强对休闲体

育活动的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体育比赛，支持亲

友现场观赛，甚至随爱好体育比赛的亲友一起参

与其中，从而达到锻炼身体、放松心灵的目的，形

成旅游者观看比赛、参与运动、购买赛事有关产品

的良性循环．
旅游和体育是人们最为追求的休闲活动，也是

目前发展最快的两个市场，体育赛事的主办方应该

把旅游活动和体育赛事更好地结合起来，吸引旅游

者，使他们将愿望转化为行动．
体育赛事旅游者的消费行为会随时间和外界环

境的变化出现新的趋势，因此，要揭示其变化特征及

制定有效营销策略，连续性研究是关键，今后的研究

应当通过广泛和深入的访谈，引入其它研究方法对

其群体进行更加系统的研究，如休闲方式、生活形态

和消费特征等，以使研究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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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Obstructive Factors of Sport Events Tourists

Wen Jin1 Zhang Wen2

( 1． Institute of Ｒesource Environment ＆ Tour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48;

2． Special Police Academy of the PAPF library，Beijing 102211)

Abstract
Sports and tourism are among the world’s most sought after leisure experiences． Sport events can bring

comprehensive benefit for the host place． On the basis of interview，the paper summarized 31 elements that
hindered sports events tourists and confirmed 8 main factors through factor analysis approach． The factors are
popularity，accessibility，attitude of friends and relatives，experience value， individual preference，negative
effects，tourism attraction and working stumble． At the same time，it put forward policy of promoting the sale in
market f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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